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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2016-041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目标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启动，本次收购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在评估

后与上海梅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根据交易金额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本公告涉及关联方发生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

外），本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子公司上海梅

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签订《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

限公司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目标公司之股权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股

权收购意向书”），收购上海梅林全资子公司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海梅林全资子公司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梅林全资子公司

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除上述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本议案涉及

关联方发生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

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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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上海梅林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直

接持有其 5.97%的股份，光明食品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集团”）持有其 31.82%的股份，上海梅林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2、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 1501 号；法定代表人：夏旭升；注册资本：93772.9472

万人民币；成立时间：1997年 6月 27日；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电子商务，信

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发布、经济信息服务，销售：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

含冷冻（藏）食品），马口铁，印铁，化工原料（除危险品），食品机械及零件，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上海梅林资产总额 768,975.71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6,795.86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1,223,344.57 万元，净

利润 22,708.0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49.84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名称：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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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379号 101室；法定代表人：沈伟平；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成立时间：2008年 5月 12 日；经营范围：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包装材料、日用百货、化工产品（除有毒及危险品）、木制品、金属材料、针纺

织品、体育用品、实验室设备、建筑材料、家电、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商务

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上海梅林持有其 100%股

权。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67,102.20 万元，

资产净额 20,626.22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116,735.48 万元，净利润-177.9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9 月 30日，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64,808.60 万元，

资产净额 23,075.04 万元，2016年 1-9月份营业收入 110,417.26万元，净利润

2,559.7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不存在为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担保，委托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理

财的情况。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2）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名称：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251号；法定代表人：张克春；注册资本：200万

人民币；成立时间：1988年 5月 12日；经营范围：奶牛、畜牧、兽医方面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承包和技术开发；畜牧、兽医有关数据测试

和化验；附设：科技咨询服务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上海梅林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52.60 万元，

资产净额 90.87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223.77 万元，净利润-118.10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9 月 30日，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34.46 万元，

资产净额 90.87万元，2016年 1-9月份营业收入 562.74万元，净利润为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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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不存在为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担保，委托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

司理财的情况。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3）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名称：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

人独资）；注册地：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 391-393 号 101 室；法定代表人：张克

春；注册资本：170 万人民币；成立时间：1989 年 10月 18日；经营范围：各种

乳制品试制、研究，系统内人员培训，附设技术开发服务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上海

梅林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967.74

万元，资产净额 957.10 万元，201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9.97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971.62

万元，资产净额 957.10 万元，2016年 1-9月份营业收入 155.74万元，净利润 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不存在为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担保，委托上海乳品培训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理财的情况。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不存在占用本公司

资金的情况。 

2、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双方同意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由光明食品集团推荐，转受方共同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所转让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应资

产评估报告书，目标资产的价值以上述评估报告的最终评估值为依据。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股权收购意向书》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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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主体： 

甲方：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目标公司： 

(1)甲方持有的 100%股权的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2)甲方持有的 100%股

权的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3）甲方持有的 100%股权的上海乳品培训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甲方承诺，目标公司的股权在签署本意向书之日起至日后达成的正式协议下

的交割完成后任何时间内应不受任何留置权、抵押、质押、按揭或其它形式的第

三者权益的限制及/或影响，并应在签署本意向书之日起至日后达成的正式协议

下的交割完成后的任何时间内包括其所应附有的全部权益、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

部权利。 

（三）交易定价原则 

双方同意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由光明食品集团推荐，转受方共同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所转让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应资

产评估报告书，目标资产的价值以上述评估报告的最终评估值为依据。 

评估报告出具后，双方将商讨具体事宜，乙方同意以现金方式收购目标公司

股权，签署最终的正式股权收购协议，并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发起审批流程及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履行完毕所有审批程序后，乙方将根据签署的正式股权收购协议的相关条

款，以正式股权收购协议规定的支付方式及期限购买本意向书所述的目标公司。 

（四）人事劳动关系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则 

除另有约定外，与目标公司有关的人员的劳动关系将不发生变化。乙方收购

目标公司股权后，将继续履行应尽的人事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承担有关退休、养

老及其他福利之责任）。 

目标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将不因本意向书下之股权收购所改变，其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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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承担应履行的债权债务。 

股权交割完成后，双方将互相配合办理综合授信担保转移手续，综合授信担

保事项需经各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上海鼎牛饲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奶

牛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

鼎牛饲料有限公司、上海奶牛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乳品培训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收购有利于本公司进一步做大饲料产业；有利于本公司发展优质奶源，

控制成本，确保食品安全；有利于提升研发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本公告涉及

关联方发生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

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七、需履行的程序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本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书面同意意见、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12 月 25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关于公司与上海梅林正广

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关于公司与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的

议案》。 

2、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做大饲料产业；有利于公司发展优质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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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控制成本，确保食品安全；有利于提升研发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3、此项关联交易合理、合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无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 

4、此项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016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委员 2人，实际参加表决委员 2人，关联委员甘春

开先生回避表决。经审议，同意 2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议案》。 

2016年 12月 26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关联董事甘春开先生回避表

决。经审议，同意 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梅

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议案》。 

因目标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启动，本次收购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在评估后

与上海梅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根据交易金额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公司与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

向书的议案》的意见。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